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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丢弃我们的观念，好从圣言中领受光和异象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林后三章十四至十八节。 

 

圣经这本神圣的书，在千百万基督徒手中已有将近二十个世纪，但几乎还是一本封闭的

书。这本书里虽有诸多启示和大量亮光，但对大部分读者而言仍是封闭的，主要是因有

属人观念的帕子。读圣经的人多，但其中很难找到一个脱离自己天然观念的人。每一个

蒙主拯救、渴望跟随祂的人，或多或少都受自己天然观念的蒙蔽。我们的天然观念是一

层厚厚的帕子，遮蔽我们内里的心眼，使我们无法领略圣经中的神圣启示。我们听完一

系列将圣经中神圣启示开启的信息之后，也许会被征服到某种程度，但那一个程度可能

受到我们天然观念的限制。我们的天然观念乃是不断拦阻我们看见圣言中神的异象的基

本因素。 

 

倪弟兄的事例 

一九三二年我初遇倪弟兄。那年之前，我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与他通信。一九三二年，

主将倪弟兄带到我的家乡。当我初次遇见他的时候，我所得到的印像是倪弟兄就是一个

和我一样的人，他是我的同胞，生为同一民族，但他和一般人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

每当他来读圣言时，总不固守任何属人的观念、文化和宗教，包括基督教。他不受制于

任何一种观念一天然观念、属人观念、宗教观念、伦理观念，甚至是合乎圣经的观念、

神学观念和教条观念。倪弟兄不固守任何观念。这乃是倪弟兄能从圣言中领受这么多启

示和异象的秘诀。他看见别人永远无法看见的，个中原因就是他这个人不受任何一种观

念束缚，然而几乎所有人都还受层层帕子的遮蔽。今天，可能我们某些观念的帕子已经

除去了，但许多层帕子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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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必须经历一项基本的对付，就是丢弃我们所有的观念。我们的光景要得到基本的

解决，就要根除我们一切的观念。我们若不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这样作，我们可能听了

许多职事信息，也从各篇信息得了些帮助，但我们所得到的帮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消

失殆尽，因为我们难处的根源还在。我们的观念可能还没有根除。结果，遮蔽我们的基

本因素仍然存在。大多数圣徒都接受了我的职事中与他们观念相符的那些部分，为此我

很感谢。然而，这就像镇静剂，并不像彻底的外科手术那样能带来根本的治疗。难处的

根源还在。唯一的救法乃是到主面前祷告：’主，无论我知道或不知道，无论我看见或

尚未看见，我要靠着你的怜悯放下各种观念。我不愿意固守任何会对我成为帕子的观念。

连最薄的帕子我都要除去。我盼望我全人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一种帕子。’ 

 

自从我那天遇见倪弟兄，我从他得到了最大的帮助。我遇见他之前，已经从弟兄会教师

那里学得几乎全部的圣经知识，包括预表、预言、和逐节解经的方法等。我这个严谨、

殷勤的年轻人，花了七年半的时间学习弟兄会所有的教训。之后，我遇见倪弟兄。那次

会面把我带到一个关口。我必须决定是要持守在弟兄会所接受的教导，还是让这一切都

过去。靠着主的怜悯，我清楚看见，我所受的教导是’一个世界’，倪弟兄所看见的是’

另一个世界’。他和我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里。借着主的怜悯，使我能有正确的辨

别力，我永远也不会为此后悔。我告诉自己：’从今天起，就让你已往所得着的一切都

过去吧。’我学得功课，每当我们来读圣言时，我们所有的观念都必须过去。从那天起，

圣经开始向我开启。许多我曾经阅读、钻研并探究过却无法领悟的经节，逐渐向我开启

了。渐渐地，光来了。这是借由写成的圣言得光照以看见异象的路。 

 

基本原则是我们必须丢弃我们的观念。我们越年长，观念就越多。你若研究过伦理教训，

就有可能被这些教训遮蔽。你若曾钻研神学教训，就可能被另一种帕子蒙蔽。谁愿意放

弃他全部的观念？在全地几乎找不到一个愿意这样作的人。有一个试验会让你知道你愿

意与否：听过一篇信息或读完一处经节之后，如果你仍在思考这说的是对还是错，你思

考的就是照着你的观念。你的观念就是你的标准。你是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每篇信息和

每处经节。许多时候，你所读的经节悄悄滑过去了，就是因为有个强烈的观念遮蔽你全

人。你也许一再读某一卷书，就如罗马书，或许也能背诵其中所有的经节，但你可能什

么也没有看见。 

 

 

 



观念和意见使我们容易被得罪 

不仅如此，那些不放弃自己观念的人也容易被得罪。我们易于被得罪，是因为我们固执

己见，并且顽强的持守自己的观念。当我们遇到某种话语或情形与我们的观念冲突时，

就可能被得罪。然而，如果我们不坚持任何观念，就不可能被任何事冒犯。我们不被得

罪的原因，乃是我们没有任何观念。倘若我们在召会聚会的作法上不坚持任何观念或意

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聚会中作任何事，只要不是犯罪、拜偶像或分裂，我们都不会被

得罪。 

 

有好几次我问倪弟兄对于某种情形有何想法时，他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没有任何意见。

因着我们满了意见和观念，当有人问我们感觉如何或想法如何，我们会很快的说些话，

而且通常是语带批评。倘若召会生活中的事与我们的意见或观念契合，我们会欣然接受，

并对此感到高兴。此后，当事情与我们的意见或观念相左时，我们就可能被得罪。因着

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意见和观念，我们就在高兴和被得罪之间起起伏伏。我们需要祷

告：’主，怜悯我。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观念。我渴望清理我已往的一切。’我们这样

祷告之后，再来读圣经时，光会临到，我们就会看见启示。我们不该期望所有的亮光一

次临到。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亮光是逐渐的，一点一滴的。 

 

成为我们所读的 

我们参加完特会或训练后，回到自己所在地时，可能会立志再也不要和以前一样。然而，

两个月后，我们也许比以前更糟糕。这种立志不管用。保罗在罗马七章写道：’我所愿

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15-18)我们绝不该立志要跟我们现在不一样。这种立志是宗教，没有用。我们也许会想

什么才管用。在全本圣经的末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写道：’不可封住这

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在神圣启示中的一切都完成以后，主吩咐我们不可封

闭启示录这卷书，反要打开。封闭这书就是将其放在一边，而打开这书就是日复一日阅

读所有重要的经节。我们不该立志要作任何改变，反倒应该天天读主的话。我们不必解

释或分析圣言，只要以祷告的方式来读。一段主的话读过几次以后，我们绝不会一成不

变。我们变得和现在不同，不是借着下定决心，而是借着一直打开启示的话。又要再次

被写出的话劝服。 

 

 



因为两周以后，我们向众圣徒揭示神圣话语, 真实事物的异象，使圣徒看见这些事物。

我鼓励你们借着阅读圣言而持续有摸着和看见。至终，你们会成为你们所读的。我们所

需要的乃是看见神圣启示和神圣异象，而我们持续看识的路乃是读圣言。我们若这样行，

就会成为我们所矻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会成为我们所读的。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主

话，会滋养我们，变化我们，并吞没我们老旧的所是。我的负担是将人门和进阶的路传

授绐你们。首先，我们需要丢弃我们的观念，其次，我们不该立志，而该读神圣的话语。

我们应该忘记自己作不作得到。你是能或不能并没有意义。我若作不到，我仍是我自己；

我若作到了，我还是我自己。我们会成为我们所读的。如果我们简单的丢弃我们的观念

并读主的话，光会临到我们，我们会逐渐成为另一个人。我们不必立志成为另一个人；

那绝不会成功。那是宗教的方法。这些年来，在我们的职事里，我们从未发出所谓祭坛

的呼召，邀请人上前宣誓要变得不一样。 

 

营养学家说，我们矻什么就成为什么。如果我们决心要作某种人，却不吃，我们最终仍

不会是那种人。我们不需要下定决心要作果种人。实际上，我们会成为我们所吃的。我

们需要借着一再读主的话，让启示的话一直向我们开启，而不是去立志。倘若我们读了

某处经节然后祷告：’主，你知道我作不到。主啊，帮助我刚强。我们越这样祷告，就

变得越软弱。读经、立志、求主帮助我幻，乃是宗教的踣。主耶稣在妁翰六章六十三节

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岗是无益的；我财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

们越是曰复一日，在早晨、中午、晚上简单的来读神圣的话，我们就越得着生命的炅，

也越像主话中所写的。我再说，立志不管用。 

 

 

 

 

 

 

 

 

 



第二章  需要够格的领头职分以留在主的祝福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今天有这分职事的供应。领头职分几乎是我们中间唯一欠缺的。领头职分需要加重

并加强。主的祝福是与祂的恢复同在。然而，根据我的观察，领头职分也许没有度量接

受、盛装并留住主的祝福。潜在的祝福有多少能实化，取决于领头职分。 

 

需要长老的祷告 

首先，我们需要将自己本地的人建造起来。我们不能作松散的工。这也适用于传福音。

我们需要使圣徒们有负担多祷告。我们的往前，不是决定于我们或反对者作了多少，而

是在于主作了多少。祂正等待我们的配合，配合主要是借由祷告。我们所作的不该多于

我们所祷告的。长老们应当每天祷告，若是需要，可以自己祷告，或者与其他一两位祷

告，或与妻子一同祷告。青年人不应当没有祷告就到校园去。这两件事一在生命里建造

和祷告一是非常基本的。 

 

需要在实际事务上受训练 

长老们需要学习如何作事以配合主的行动。当主食饱五千人时，祂教导门徒如何作事。

在这事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迹的一面，就是主的能力和喂养这一面，也有’事务’的

一面，包括按适当人数使人分组坐下，以及拾起剩余的零碎。这个训练预备他们能在五

旬节为三千人施浸。根据主食饱五千人的记载，倪柝声建立了召会的事奉，有执事室和

长老室。他在许多方面训练长老们。他首先训练他们如何待人。他训练执事和女执事如

何在执事室里服事。倪弟兄在一九三九年以前从未碰过这些事。那时，他才将事务加进

他的职事里。’教会的事务’一书里面有倪弟兄许多论到召会生活事务的信息。倪弟兄

很强的觉得，这本书只该给受他训练的人读。实际事务之于召会生活，正如身体之于魂

和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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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生活存在于实际事务里，正如魂和灵存在于身体里 

恢复的路是正确的。祝福就在这里。然而，也有些漏洞。我们是一个家庭，不是一个组

织。在一个家里，夫妻需要学习一起作事，好让家中的每个人都能往前。然后，他们需

要训练孩子作事；不然，这个家就会分崩离析。 

 

不在圣徒中间制造区别 

每当在挑旺圣徒生命长大或激发圣徒中间的建造时，进入负担的人都想要与众不同。他

们认为自己是在’内’，其他人是在’外’。这乃是杀死身体的癌症。如果我们只看重

进前来的刚强者，就会把召会分成两班人。我们只能拒绝犯罪、拜偶像、传异端或制造

分裂的人。即使事实上有些人被建造进来而有些人没有，我们也不该给圣徒贴上标签。

我们不该说这人有被建造而那人没有。召会是妇人，不是男孩子。（启十二 1〜5。） 

 

长老们在聚会里需要坐在一起，因为他们要担负责任。这是长老们需要坐在一起的唯一

原因。在上海，三位带领的姐妹总是坐在不同的地方，首先是要帮助别人，其次是要让

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小团体。聚会中特别安排座位，是建立阶级制度。特别的座位仅是

为着在聚会中服事的人（例如司琴服事者）。 

 

我们不当用一种会引起圣徒之间比较的方式来说话。例如，我们不该说某些圣徒属灵，

某些圣徒不属灵。召会的门向着每个人都是敞开的人。此时，有些圣徒可能我们不信靠

任何人，却又相信每个人能刚强往前，主也使用他们，但门必须向所有圣徒敞开。只有

主知违圣徒将来的光景如何。因此，我们需要让门一直向每个人敞开。我们今天应当服

事今天敞开的人，但我们不应当绐他们一种印象，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特别。一位圣徒若

被主兴起，那是好的，但我们不应当拔棹或高举任何人。我幻也不应该故意轻视人。我

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看为算不得什么的圣徒，也许不久以后就会兴起。我们不应当

特别笑心那些前景看好的人。我们所拣造的人可能会成为难处。我们只应当祷告求主，

兴起祂所愿意的人。 

 

 



另一面，这不是说长老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辨别力。他们可以辨别, 金，银，铁，

泥。但他们必须让整个情形保持敞开，信靠主变化的工作。长老们应当仅为着生命和建

造的事运用他们的影晌力。他们不该试图在圣徒个人的事务上影晌他们，就如住处、婚

姻、职业等等。关于这些事，他们必须鼓励圣徒们去祷告。 

 

使召会留在当前的职事里 

我观察到留在当前职事里的召会较为刚强。没有留在职事里的召会较为软弱。留在职事

里首先在于有心，其次在于培养习惯。 

 

 

 

 

 

 

 

 

 

 

 

 

 

 

 

 



第三章  关于长老职分附带几件事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与一个从严谨公会出来的团体往来 

 

问：我们接触到一个新的信徒团体，他们是从一个非常严谨的公会出来的。我们该如何

与他们往来？ 

 

答：这个团体所出自的公会非常讲究教条。他们几乎事事都有教条，并且将每一教条变

成作法。然而，在这个公会里聚会的信徒当中，少有那灵里的实际和生命。就某种意义

说，他们是弟兄会的仿冒品。他们因着自己的教条主义，就成了宗派，因为他们不接纳

所有的圣徒。宗派就是不接纳所有真信徒的团体。这个公会是强硬的宗派，因为他们坚

持只有他们的施浸有效。弟兄们必须与这班离开该公会的圣徒有交通，看看他们是否仍

持守这个观念。若是，即使这个团体不再留在那个公会里，他们仍是一个小宗派。 

 

在我们的度量内尽功用 

问：召会中的话语职事，是否所有的长老都有同等的分？ 

答：这违反身体的原则。身体难道有许多口么？按照林前十二章和罗马十二章，基督的

身体就像人体一样，由许多具有不同功用的肢体所组成。所有的长老都能平等说话的观

念看似民主，却是错的。无论何处这样实行，就会削弱当地的光景，因为没有尊崇那灵。

在分担召会的责任上，我们都必须知道自己的限制。我若是耳，就仅限于听觉功能。我

不该有野心，想要像眼睛那样看。真实的属灵乃是在我们的度量之内操练尽功用，并将

我们度量之外的事指派给合式的肢体。我们必须学习受限制；必须学习说，’我不知

道。’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该受困扰。留在我们度量的限制之内有两面：不

越过我们的度量；在我们的度量之内尽自己的责任而不退缩。（罗十二 3，林后十 13〜

16。）倘若一位长老认为自己是口，其他的长老觉得不是，那些长老应当诚实的告诉他。

他们可能需要指出事实，就是少有人因他的说话得帮助。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弟兄或姐

妹在自己度量之外尽功用的事例。然而，这不该当作律法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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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说话需要有智慧 

司提反满有那灵和智慧。（徒六 3，10，）我们若一直操练在灵里，就会有智慧。智慧很

难说明，但我们知道智慧并非聪明。长老职分需要智慧。（提前三 2。）这智慧主要与口

有尖。与说话有关的智慧，是智慧较主要的部分。（箴十 13上，31上，十二 18 下，十

五 2上，7 上，十八 4，二九 11，三一 26。）长老需要知道何时说话，何时不说话，该

向谁说话，该说什么话，该说多少话。四福音中没有一卷书告诉我们主任何一方面的每

件事。每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运用自己的智慧说他该说的，好应付需要。在说话上有智慧，

主要是在向谁说、说什么、何处说、何时说、说多少等事上受限制。所罗门向神求智慧

和悟性，使他能在神的百姓中间出入。（王上三 5~12。）这等同于在说话上求智慧，因

为我们的行为有一大部分是我们的说话。我们在别的方面都不像在说话上那样松。 

 

在长老聚会中保持敞开交通 

从长老们的说话，就可以证明长老们有多少操练在灵里。长老们与人有频繁的接触。即

使是召会的事务，也与人有关。弟兄们在长老职分中需要敞开自己。在长老聚会里，所

有的弟兄都当敞开说话。然而，我们有一个普遍的难处，就是某件事我们也许在聚会中

不说，却在聚会后或聚会之外又提起来。如果任何一位长老有事要说，他应当在长老聚

会里，在所有长老的面前说。但许多弟兄比较喜欢私下交通。 

 

在长老聚会里最好彻底交通过每一个点。弟兄们在长老聚会里说话需要智慧，但我们天

然的人喜欢有隐私，免得自己被暴露。在长老聚会里，人人都必须完全敞开。聚会之外

不该有私下的谈话。最破坏长老职分的事，就是长老对妻子说到长老聚会中交通的事。

女性是较软弱的器皿。（彼前三 7。）女性无法承担长老职分的责任。因此，她们不在长

老职分里。长老的责任是照顾圣徒；因此，圣徒们必然相信他们能和长老说到任何隐密

的事。长老最好不要将长老聚会里所说的任何事告诉妻子。即便是说到正面的事也没有

帮助。许多长老在一个地方服事几年以后会产生难处，主要就是来自于不必要的说话。

如果没有刚强的长老聚会，会中没有全体敞开的交通，召会就软弱。在长老聚会里，长

老们必须通盘考量交通，以作出决定。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有独一的路，有丰富和祝福。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领头职分。 

 

 



长老在实务上的治理 

我们欠缺正确的长老治会。长老不应当睡平安觉，让那灵作一切，号称信靠圣灵。那灵

能作多少，在于我们为祂有多少预备。我们需要深入每一件事，并且彻底交通每一件事。

我们能作多少，不是显于能干的圣徒，而是显于贫穷软弱的圣徒。我们不应当放弃任何

圣徒，除非他们悖逆或不愿留在我们中间。我们应当照顾每个人并用上每个人。这需要

许多劳苦，并会带进祝福。 

 

在世俗机构里，为自己的表现找理由的人绝不会被提拔。我若参与某件事，就必须为这

件事负责。在各种情形下，我都必须尽全力把事作成并学习功课。任何事我一投入，就

必须贯彻到底，作到成功；若不然，我就必须告诉有关的每个人，我不要参与这事。成

败取决于负责人的个性。情形混乱时，担责任的人若能不睡平安觉，他就会作到成功。

在召会生活中没有一定的方式，只有务实的方式。我们作的事，必须是在我们的处境中

实际可行的。长老们要让一个负责事情的人把事作好，必须先以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将

事情交代给他。此外，长老们必须判断这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如果他只能作百分之

五十，长老们就必须进来担负那另外百分之五十。分派任务的人比被分派作事的人要负

更多责任。倘若好几个不太能干的人负责某件事，他们就需要许多从长老来的交通以预

备他们。要将所有不同的部分组合在一起，是要花时间的。这就是配搭。成功的管理者

随时在工作；他们工作不限于办公时间。 

 

长老们在分派责任给人之事上的交通 

长老的交通是一个地方召会建造的基础。长老若给人责任，他们应当清楚说明是什么责

任，然后让受指派的人去执行。长老需要承担事情让别人作的风险。车子如果不在长老

手里，他们就不应当试着去驾驶。长老若将车子交给别人，他们就该让别人来开车。长

老不应当将人带进来作工，然后又继续掌控他们。长老应当作他们所能作的，也要让别

人作别人所能作的。长老必须要求人担负责任。长老应当给人交通和帮助，然后让他们

以他们的方式作事。真实的交通迫使我们不将事情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今天还是缺这个。

我不让事情留在自己手里，也不让事情留在他人手里。我一直在作的，就是迫使召会所

有的事都进到全体长老公开的交通中。召会所有的事都在一个人手里乃是损害。 

 

 



每个人都想作王，但没有一位君王能凭自己建立起正确的国家。因着由一位君王统治并

不妥当，就有民主政治的兴起，美国政府三权分立，是要确保所有事情都受到制衡并且

公开。长老需要将别人带进责任里，并训练他们如何交通。长老不应当把他人当作帮忙

自己作事的助手。倘若一个地方召会没有柱子兴起，问题是出在每件事都在一两个人的

手里，其他人不过是助手而已。 

 

圣徒们缺少训练。他们在对人说话的方式上需要受训练。他们也需要受一些训练，好知

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前三 15。）长老必须学功课，帮助圣徒；他们可以用主曰

擘饼聚会后的时间作这事。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炅，要活，但我们也需要顾到实务。我

们中间那些在召会执事室服事的人，不应当谈论他们的所见或所作。我们遭受反对之苦，

部分是因着我们愚昧的谈论。长老必须训练服事的人。作长老意即针对召会的情形施行

监督。长老们宣布一件事之后，必须接续查核现况。我们若在小事上不认真，怎能在建

造召会上认真？我很高兴看见我们中间人数的扩增，但我更盼望看见在实际的事上有生

命的长大。 

 

使我们的工作宽广, 以得着不信者 

我们不该期待会有许多基督徒转来走主恢复的道路。我们需要帮助许多不信者得救，训

练他们活在召会生活中。原则上，主的恢复在任何国家起头，都是从少数寻求的基督徒

开始。在美国，早期有许多基督徒进到恢复里，但他们带着自己的意见进来。他们成了

主在美国行动的基础。现今我们的工作应当更宽广；像我们早期那样花时间卸除基督徒

的观念，也许对我们没有助益。一九六三至一九七 O 年间，寻求主的基督徒被得着的数

量最多。今天，我们必须传福音。少数寻求主的基督徒会转向这恢复，但我们若以为向

基督徒陈明真理，就会使一大群人来走这条道路，那只是作梦。 

 

 

 

 

 

 



第四章  需要打开家和牧养 

         上一篇  回目錄     

 

打开我们的家好将人带进来 

在中国，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三四年之间，几乎所有早期的扩增都来自公会。反对主恢复

的事从一九三四年起增多，那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扩增都来自我们的传福音。迀到台湾

后，基于在中国所学的功课，我们把公会摆在一边，不再期待基督徒从那个来源进到恢

复里。事实上，我们担心他们来，因为他们的观念和意见使他们很难与我们是一。在美

国，有许多基督徒已经转到这恢复，但仍然有许多徘徊观望的信徒和许多不满意的人。

这些基督徒大多在公会团体之外。我们越积极传福音，就越能接触并吸引这些寻求的基

督徒，还能拯救不信的人。反对不会成功。反对顶多只能守住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转到

这道路上的人。我们需要鼓励所有的圣徒打开他们的家，接触人并传福音。许多基督徒

在寻找可以交通的地方。第一，我们应当打开我们的家，然后我们该作读经小组。这两

件事都会扶持我们在大学校园的工作。要将抵抗反对者谣言的抗毒剂传布出去，最好的

办法就是打开我们的家。我们不该隐藏自己，乃该打开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心，好让人能

认识我们。 

 

牧养人好留住他们 

打开家是为着带进人，牧养人是为着留住人。长老必须训练圣徒能牧养人。牧养若能在

我们中间普遍起来，结果乃是召会得建造，我们的聚会更丰富、更活泼。在恢复里，生

命供应不是问题。传福音和牧养是我们今日应当实行的重要事项。传扬的方式或者可以’

生涩’，但牧养需要训练。我们越打开家传福音、牧养人，反对者的谎言就越被暴露，

反对的事也越蒙羞。聚会端赖传福音、牧养和生命供应。牧养取决于训练，而非外在的

安排。长老需要仔细研究现况，找出谁能被带进来受训练。训练不是讲课，乃是与受我

们训练的人一起作工。长老需要示范给那些受训的人看，如何接触人，与人交通，应付

人属灵的需要。牧养是使召会得扩增的关键要事。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7/11-1/4.mp3


长老职分里有三大功用：教导，（提前三 2，）治理，（林前十二 28-）和牧养。（徒二

十 28，彼前五 2。）大致来说，我们中间教导没有问题。治理有需要，但我们若殷动投

入，并不太难。然而，牧养是关键。一个牧养的人连同几个帮手，只能照顾为数不多的

人。这就是为什么远东的圣徒们都在家里聚会。每个家都成了一小群，在其中牧养圣徒。 

 

牧养的人不能是随便的人。作母亲的不得不每天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召会里，我们不强

迫人作任何事；我们靠那些自愿的人。新手妈妈在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下学习照顾她头

一个孩子，这指明任何人都能学着去照顾人。我们不能强迫人作任何事，但我们可以勉

强自己作些事。如果我们都从主领受负袒，就可以作更多事以牧养圣徒。关键在于我们

的心，而非我们的能力。倘若我们忘了某事，意思就是那件事并不在我们心上。召会若

是我们的’孩子’，召会的每一面都会在我们心上。当狼攻击群羊时，雇工会逃跑，因

为羊群不是他的。但这群羊所属的牧人不会逃走，反而会为羊舍命。（约十 12-15。）愿

主借由众召会的长老们，能有路牧养祂的群羊。 

 


